
團號：19TM216LW1-T

施巴施巴x【免裝備露營團】【免裝備露營團】TURBO熊．一生必去夢幻賞櫻．積木博物館．三星偷採蔥．武陵農場賞櫻露營團二日遊熊．一生必去夢幻賞櫻．積木博物館．三星偷採蔥．武陵農場賞櫻露營團二日遊

列印

出發日期： 2019/02/16(六)  成團 列印時間：2019-01-16 11:04


價格說明

特惠 應付訂金： $2,000

回程當日：【嬰兒】 未滿2歲之幼兒；【小孩】 2-12歲之小朋友；【成人】 滿12歲以上之旅客。

雙人房
大人

$5,099 

孩童佔床

$5,099  

孩童不佔床

$5,099  

孩童加床

$5,099  

嬰兒

$300

三人房
大人

$4,899 

孩童佔床

$4,899  

孩童不佔床

$4,899  

孩童加床

$4,899  

嬰兒

$300

四人房
大人

$4,699 

孩童佔床

$4,699  

孩童不佔床

$4,699  

孩童加床

$4,699  

嬰兒

$300


行程特色

2019/01/15 16:22 更新

【露營輕鬆玩／夢幻賞櫻露營團】

在櫻花紛飛的武陵，讓我們一起來場夢幻賞櫻的農場露營，不需添購、攜帶任何露營專業裝備，就可以輕鬆體驗露營樂趣及欣賞春櫻之美，除了在武陵農場夢幻賞

櫻，還可造訪積木博物館、三星蔥仔寮拔蔥體驗。走，現在就跟著我們的腳步，讓全家人一起輕鬆享受露營樂趣！

行程特色：

◎免裝備輕鬆出發Ｘ親子互動玩樂

◎ＴＵＲＢＯ　ＴＥＮＴ帳篷獨家合作

◎露營技巧與教學

◎武陵農場夢幻賞櫻

javascript:window.print()


＞延伸閱讀：

《2017夢幻賞櫻露營團照片分享》
《2018夢幻賞櫻露營團照片分享》

◆群櫻紛飛～漫步武陵農場

武陵櫻花區共有２００公頃，主要由中谷向南谷、北谷延伸約3公里的賞櫻步道，因海拔高度正是台灣原生種櫻樹最適合生長的地方，包括台灣原生山櫻花、霧社櫻
等，不同品種，花期不同，可延伸到３月初，擁有２．１萬株櫻花，有１０多種品種，又以紅粉佳人為主力，向來是國人最愛去的賞櫻景點。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g/XinIssue/photos/?tab=album&album_id=1349634965074845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g/XinIssue/photos/?tab=album&album_id=1696725083699163


※此圖為江文娟小姐所拍攝，為２０１３年，武陵農場櫻花盛開之花況，僅供參考

◆武陵農場

武陵地區位於台灣中部，是由雪山山脈圍繞而成高海拔山區，環山環繞、谷豁棋布，也造設了武陵獨特、四季分明的桃花源地。武陵蘊藏種類繁多的植物相，山水間

綠意盎然，孕育著蟲鳥魚獸等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。計有蝶類８種、魚類４種、兩生類５種、爬蟲類１２種、鳥類７７種、哺乳類２３種，共計１２９種。在此棲息

的陸封型台灣櫻花鉤吻鮭，是全球珍貴稀有的太平洋鮭魚，也是我國瀕臨絕種保育類的國寶魚。沿著七家灣溪走，景觀令人目不暇給，風景優美、山嵐水色，自然天

成，匯集了大甲溪上游山林與溪流的自然元氣，武陵素有好山、好水、好魚而聞名於世。看山林，見水石，婀娜的曲流，寬懷的繚繞，繞出了武陵地區盎然的生命

力。

☆因近年氣候異常，櫻花況以當時現場情形為準，每年武陵櫻花約於２月初漸漸開花，持續到３月初，若因氣候、大雨等原因，導致花況不佳，將至景點純欣賞，敬

請見諒）

◆積木博物館

Brick Ark 台灣開設亞洲首座「積木博物館」！全館超過百萬顆積木，逾千件館藏，從積木生產原料與模具，到美國知名樂高大師作品，展出數百件國內、外大師級鉅
作。博物館內不僅展出作品，也從積木的生產原料、製作過程以及相關模具等一一呈現在旅人眼前，讓每個喜愛積木的民眾都能徹底的摸透它！

◆蔥仔竂體驗農場

來宜蘭縣三星鄉蔥仔寮體驗農場，體驗作客三星農村一日農夫的生活！農場主人李先生本身即為在地蔥農，依照不同季節帶領遊客下田體驗農作，像是青蔥和銀柳，

都是遊客可以親自接觸、體驗的特色農產品。民宿旁也規劃有洗蔥池，遊客可以親自感受洗蔥的趣味和辛勞。

＜ＤＩＹ體驗活動：蔥田導覽、拔蔥（可帶蔥回家喔～）洗蔥體驗、蔥油餅ＤＩＹ。＞



◆德國紅點認證 MIT 好帳體驗
露營新手對裝備的陌生感，也在我們的考量中，因此特別找來台灣出品的優質帳篷Turbo Tent，讓大家體驗已外銷世界各地MIT 好帳的厲害之處。Turbo Tent 擁有
得到德國紅點設計大獎肯定、具有專利的五金關節設計，有經驗的玩家30 秒就能完成搭帳，在現場帳篷達人指導下，初次體驗者也都能輕鬆搭帳、收帳，順利入住一
房一廳的戶外移動城堡喔！

說明:圖片帳篷為拍攝樣品，實際帳篷以現場提供為主。

◆露營體驗分享＞欣台灣官網連結：《http://www.xinmedia.com/f/XinIssue.aspx》
＞欣台灣ＦＢ粉絲團連結：《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iontraveltaiwan》
＞欣台灣．好遊趣ＦＢ粉絲團連結：《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XinIssue》
＞輕露營旅行去：《https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collect/topicsview/63471》

◆精彩活動相簿

＞欣台灣好遊趣森林露營－水秀農場：《http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album/detail/88134/0》
＞欣台灣好遊趣農場露營－東風休閒農場：《http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101864-camping》
＞母親節感恩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ZRPxPV》
＞蘭陽好食產地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B7dsht》
＞夏日森林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NM7h4v》
＞樂活親子烤肉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VP4Rbk》
＞清境日出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LvDtwh》
＞洄瀾灣跨年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UPjqbS》
＞武陵賞櫻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vWnn3d》
＞非洲講座營火觀星露營：《https://goo.gl/PkxDuq》
＞台東熱氣球露營團：《https://goo.gl/vbAiap》

說明：圖片帳篷為拍攝樣品，實際帳篷以現場提供為主。

◆費用資訊：

　☆成人每人費用 
　　兩人一帳：５０９９元

　　三人一帳：４８９９元

　　四人一帳：４６９９元

☆３歲以下不佔床嬰幼兒（不含睡袋），僅酌收保險作業費３００元。

　☆帳篷數量有限，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；請協助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幾人入住帳篷。

　

◆費用說明：

　☆車資：遊覽車二日來回車資（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）及過路橋費。

　☆貼心：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。

　☆餐食：行程表列餐食。

　☆體驗：營地費用、帳篷睡袋設備租賃費用、武陵農場門票。

　☆保險：新台幣２００萬旅行業責任意外險附加２０萬意外醫療險。

◆費用不含：

　☆領隊人員差旅費每人兩天合計（含佔車位孩童）新台幣２００元整，請於出發當日於車上交付領隊。

　☆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，如飲料、私人購物費…等。
　☆個人旅遊平安保險，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，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。

☆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，建議、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。

★溫馨提醒★

我們已盡量為您及孩子準備露營及出遊住宿所需之基本用品，但因個人使用習慣不同，建議可自備以下用品，以獲得更舒適的露營體驗。

Ø 盥洗用具：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防水便鞋、洗髮精、沐浴乳（武陵農場有備少數吹風機，建議也可自行攜帶)。
Ø 環保餐具：個人用水壺、叉子、湯匙、碗筷杯盤等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。
Ø 戶外用品：手電筒、野餐墊、保暖外套、防曬用品、防蚊物品、戶外玩具、個人隨身藥品、乾糧點心、隨身行動電源。
Ø 衣物寢具：換洗衣物、睡衣、小枕頭等（熟悉的寢具可讓孩子較好入眠），另因戶外活動量大，建議可多帶一套換洗衣物。

★注意事項★

Ø 園內禁止使用發電機與高容量電器，如電磁爐、電鍋、電暖爐、吹風機、等…如未依規定而使線路燒毀皆須照價賠償。
Ø 請勿亂丟垃圾紙屑、煙蒂、果皮、菜渣、木碳渣…等，並做好垃圾分類。
Ø 活動全程提供營帳與就寢設備（含睡袋、地墊、桌椅等），各器材品牌皆為隨選不提供指定或更換，敬請見諒。
Ø 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請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症狀，請立刻通知工作人員。

★特別說明★

Ø 本行程會有隨團攝影師拍攝錄影並需要您簽署同意書，將歡樂時光紀錄下來，拍攝相片將使用於雄獅集團活動報導及上傳好遊趣FB相簿，可供您瀏覽下載並分享給
親友。

http://www.xinmedia.com/f/XinIssue.aspx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iontraveltaiwan/?fref=ts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XinIssue
https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collect/topicsview/63471
http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album/detail/88134/0
http://solomo.xinmedia.com/taiwan/101864-camping
https://goo.gl/ZRPxPV
https://goo.gl/B7dsht
https://goo.gl/NM7h4v
https://goo.gl/VP4Rbk
https://goo.gl/LvDtwh
https://goo.gl/UPjqbS
https://goo.gl/vWnn3d
https://goo.gl/PkxDuq
https://goo.gl/vbAiap


◆雄獅門市位置圖／

標準團名：TWO欣傳露武陵賞櫻2D


行程內容

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9/01/15 16:22 更新

行程符號說明：●下車參觀 ◎入內參觀 ◆路過參觀 ★特別安排

第1天
台北集合出發→幾米主題廣場→積木博物館→午餐→武陵農場→武陵農場露營區→搭帳紮營體驗→晚餐→觀星體驗→盥洗時間

→休息囉

表中所列各景點停站時間僅供參考，出發後可能依實際交通狀況略作調整；本網保留變更、修改行程之權利，感謝您的體諒。

０７：００　台北火車站／站前門市集合。

『領隊穿著紅色背心，迎接大家完成報到手續，並且劃訂座位』

０７：２０　快樂出發，敬請準時。

若有以下外站請於報名時告知，否則車不下交流道。

０９：００　宜蘭火車站（外站）（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１號）集合上車。

出發當天請旅客保持聯絡手機暢通，以免無法接通導致行程延誤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幾米主題廣場』

https://store.sebamed.com.tw/
https://www.liontravel.com/tourpackage/taiwan-theme/


餐食餐食 早餐／ 敬請自理   午餐／ 當地風味餐   晚餐／ 火鍋風味餐

第2天 晨喚→早餐→群櫻紛飛～漫步武陵自由活動→收帳體驗→午餐→蔥仔竂體驗農場→返程→返抵出發地

餐食餐食 早餐／ 活力早餐   午餐／ 當地風味餐   晚餐／ 敬請自理

「幾米主題廣場」位於宜蘭火車站南側，原為廢棄的鐵路局舊宿舍區，後經過重新規劃整建，除了保留原有的歷史建築與老樹綠蔭外，

更以「記憶片刻風景」為主題，置入取自知名繪本作家「幾米」的場景所製成的裝置藝術，包含「向左走‧向右走」、「星空」…等繪本
中的著名場景，都在此原貌重現。不但已成為拍照的著名場景，更是全台第一座幾米主題廣場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積木博物館』

Brick Ark 台灣開設亞洲首座「積木博物館」！全館超過百萬顆積木，逾千件館藏，從積木生產原料與模具，到美國知名樂高大師作品，
展出數百件國內、外大師級鉅作。博物館內不僅展出作品，也從積木的生產原料、製作過程以及相關模具等一一呈現在旅人眼前，讓每

個喜愛積木的民眾都能徹底的摸透它！

－－：－－　『午餐　駿．懷舊餐廳　當地風味餐』

打造專屬於四、五、六年級的台灣人兒時共同回憶的餐廳，溫馨的老歌，懷舊復古品味的設計，精緻獨到的餐點美食，以及身著『唐裝

』服務生的親切服務，已在宜蘭地區創造出優良口碑，餐廳會員持卡人數更是高達千人，如此獨特風格的『駿懷舊餐廳』，誠摯邀請您

一起來細說兒時的回憶。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武陵農場』

位於中橫宜蘭支線上的武陵森林遊樂區，海拔1800公尺，在台中縣和平鄉與宜蘭縣大同鄉的交界，農場內阡陌縱橫，種植高山蔬菜與茶
葉「青心烏龍」；以春之花海、夏之果蔬、秋之楓紅、冬之瑞雪，提供國人高品質的旅遊服務，讓古人的桃源夢境，真實呈現，進入武

陵農場，萬壽橋一旁的銀色巨獅，題有「醒獅園」三字是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的墨寶，園區內有大甲溪與七家灣溪流經其中，更可前往

陰離子含量相當高的桃山瀑布，農場內有高山、河谷、平台跟瀑布，是中橫支線最佳景點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武陵桃花莊』

搭乘接駁小車前往武陵農場露營區

－－：－－　『武陵農場露營區』

武陵農場露營區位在高山植物園區，園區內設有生態水池、水中植物池、中藥園區、草園區、花海區等，群山環繞，由雪山管制站至七

卡山莊，可清楚地望見無名峰、中央尖山、南湖大山群峰、羅葉尾峰、桃山；山嵐水色，自然天成，是國內難得的天然避暑樂園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初體驗／搭帳紮營體驗』

一起開始動手學搭帳紮營，選好營地開始組裝帳篷體驗露營美好生活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晚餐　火鍋風味餐』

－－：－－　『觀星體驗』

在無光害的武陵夜空下，觀看滿天星斗，這種享受可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喔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盥洗時間』

－－：－－　『休息囉』

－－：－－　晨喚，一夜舒適充足的好眠，讓您精神飽滿。

－－：－－　早餐，享受為您準備的營養早餐～

－－：－－　『收帳體驗』

一起收帳並與工作人員確認露營設備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群櫻紛飛～漫步武陵自由活動』

武陵櫻花區共有２００公頃，主要由中谷向南谷、北谷延伸約３公里的賞櫻步道，因海拔高度正是台灣原生種櫻樹最適合生長的地方，

包括台灣原生山櫻花、霧社櫻等，不同品種，花期不同，可延伸到３月初，擁有２．１萬株櫻花，有１０多種品種，又以紅粉佳人為主

力，向來是國人最愛去的賞櫻景點。

－－：－－　『午餐　武陵富野渡假村　當地風味餐』

－－：－－　『蔥仔竂體驗農場』

來宜蘭縣三星鄉蔥仔寮體驗農場，體驗作客三星農村一日農夫的生活！農場主人李先生本身即為在地蔥農，依照不同季節帶領遊客下田

體驗農作，像是青蔥和銀柳，都是遊客可以親自接觸、體驗的特色農產品。民宿旁也規劃有洗蔥池，遊客可以親自感受洗蔥的趣味和辛

勞。

＜ＤＩＹ體驗活動：蔥田導覽、拔蔥（可帶蔥回家喔～）洗蔥體驗、蔥油餅ＤＩＹ。＞

１７：００　返程。

１９：００　返抵台北火車站，珍重再見。


行程備註

☆每車搭巴士參團人須達３０人以上即可成行。(最晚於行程出發前四天，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)
☆若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２０００元整，本公司方可受理飯店預訂、火車預訂、機位預訂。

☆需用素食者請於報名時先告知。

☆行程出發前二日另行傳真或電話通知相關注意事項。

☆車位編排依報到當日，旅客報到之先後順序，排隊劃位。

☆遊覽車為密閉空間，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，以免影響遊客安全，謝謝合作。 
☆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，報名時登記的手機請開機，以免領隊聯絡不到客人，無法上車。

☆行程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，集合不到，本公司不予退費。

☆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，因路況或遇假日遊客眾多，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。

☆敬請自備防寒衣物及雨具，個人慣用隨身藥品：如暈車藥、感冒藥、防蚊蟲液等。

☆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，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，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請記得戴上口罩喔！

☆報名訂單需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始可生效，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，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容。

☆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，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。

☆旅客同意，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，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。

☆如遇颱風、地震、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，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。

☆取消規定：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，與旅客簽署旅遊契約書，詳細取消規訂請參閱《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》。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

http://www.liontravel.com/webpd/form6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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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時間為依準，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，敬請見諒。

☆作業金特別說明如下：本預約作業金非訂金性質，非擔保契約履行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確定成行之責，如本商品已額滿或訂位未

成功（訂位未成功含：指定車航班已額滿、旅客指定之飯店已額滿，旅客指定入住飯店之房型已額滿等均屬之），導致行程無法成行，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金將

全額無息退費。《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，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》。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金，並經本公司客服人員回覆車航班均已訂妥後，將由業務

人員與您進行國內個別定型化契約書之簽署，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。旅客不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行程，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行

程者，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司為其他之補償。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：以線上預約業務回覆您時間內繳交，尾款以客服人員回覆訂位成功確

認為準。


活動附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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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行安全與運動保護

１˙下坡時，重力加速度下，對於膝蓋的壓力會很大，腳步一定要放慢。
２˙行走速度請放平緩，快的話很容易滑倒或是扭到腳；並請調整好呼吸，這樣健行自然比較順暢。
３˙聽從領隊及服務人員之輔導，未得領隊允許請勿私自行動，請勿超越領隊。
４˙患有心臟病、高血壓、高山症或身體健康不佳者，請斟酌行程參加。
５˙建議背包內裝:
飲水：個人飲水，短程以500-1000cc就夠了。
餐點：簡單的小點心，可以填一下肚子。

毛巾：擦擦汗，有時也可以拿來防曬。

雨具：可用簡便的雨衣，買透氣+質輕的雨衣就可以了。
保暖衣物：防風或是稍微厚一點的外套，有帽子的較佳。

乾淨的衣物：除保暖衣物外，一定要多帶一件替換的衣服，因為淋雨或是運動流汗，衣服濕了，最好能夠馬上替換，避免失溫，這一點在高山上特別重要，在一般溫

度變化大的季節也很重要。

照明+電池：手電筒或是頭燈。　
防曬用品：帽子之類的防曬用品，摺疊洋傘的效果最佳。

數位相機：紀錄旅程這是一定要的啦!!
６˙我們只是訪客，請勿干擾動植物生態，也不帶走任何的動植物，即便是落葉，在生態鏈中也有一定的地位，讓我們做個友善的大自然訪客。


安全守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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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，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，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，也是保障您的權益。

(1).領隊將於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，辦理劃位手續及相關事宜說明。
(2).行程正確飯店、火車（飛機）班次，均以客服人員回覆為主，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
(3).行程費用不包含領隊及司機費用。
(4).旺季期間交通資源有限(飛機、遊覽車、船資)，以當天旅遊行程進行順利為原則，將會做行程前後調整，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(但行程內容均會走完)
(5).團體活動，請務必準時集合，當日遲到或不到視同放棄，並且無法退款。
(6).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請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症狀，請立刻通知服務人員。
(7).請勿攜帶寵物同行，以維護公共衛生、預防傳染病發生。(車輛、飯店、餐廳均會拒絕寵物進入，導盲犬除外)
(8).請攜帶：換洗衣物、遮陽傘帽、禦寒外套(預防車上冷氣太冷、山區氣溫較低)、相機、電池、充電器、個人醫藥(暈車船藥、感冒藥)等。並建議穿著輕裝便鞋，方
便旅遊活動進行。

(9).外出旅遊請隨時補充水分，我們特別在遊覽車上準備礦泉水。
(10)連續假期旅遊人數眾多，旅途中難免有服務不週之處，例如用餐時補菜速度一定比不上夾菜速度，如果飯店上菜太慢，您可直接向領隊反映，千萬不要生氣而影
響旅遊興致。其他像是飯店分配鑰匙、入園購票、換搭其他交通工具時經常會有等待時間，也請事先諒解！

(11)旅行社人員及領隊無法提供內服藥物給各位旅客服用，請自行備足暈車藥與個人藥品！
(12)如有發放票劵，請一一檢查各種票劵（如火車票、門票等）是否齊全，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。
(13)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，如需自行活動，請告知領隊及團友，並應特別注意安全。
(14)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。
(15)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，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。
(16)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、餐廳、飯店、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.
(17)團體需一起活動，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。
(18)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，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，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請戴上口罩
(19)為了更安心舒適的旅程，提醒您於每次遊覽車發車前繫妥安全帶，如有需要協助的地方也請告知隨車服務人員，謝謝！

••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••
1. 出國前，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，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「旅遊醫學門診」接受評估。
2. 旅途中或返國時，曾有發燒、腹瀉、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，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；返國後21天內，若有身體不適，請盡速就醫，並告
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。

3. 傳染病預防措施：
（1） 用肥皂勤洗手、吃熟食、喝瓶裝水。
（2）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。
（3） 噴防蚊液，避免蚊蟲叮咬。
（4） 不接觸禽鳥、犬貓及野生動物。
※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://www.cdc.gov.tw「國際旅遊與健康」專區，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（國外可撥+886-800-
001922）。

敬請與領隊合作、並祝旅途愉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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